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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去年暑假的那个晚上，我和爸爸去村里
小广场散步时的情景。

我们沿着柏油路向小广场走去。道路的一旁是房子，另一旁
是田野或草丛，草丛里时不时传出蛐蛐的叫声，“啾啾……啾啾
……”，那声音真好听。

路灯杆子边有几只青蛙，正吐着舌头捉虫呢！
到了小广场，仰头望去，闪烁的星星和白色的云雾组成“丝
带”挂在空中，直映眼帘，爸爸说那就是遥远的银河。

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空中，它是那样圆，那样明亮，
那样美丽……银白的月光射出一束束银丝般的光线，洒

下点点斑驳细碎的光影。
夏天，乡间的夜晚是凉爽的，是宁静
的，也是醉人的。

指导老师：王鹤峰

乡间夜晚
□现代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戴紫健

今年寒假，我跟着外婆学习
包饺子、做包子，竟然成了家里的
小小面点师。

原以为包饺子很简单，可学
起来就感觉不是我所想的那样
了。一开始，我包的饺子软塌塌
的，而外婆包的饺子，鼓鼓的，皮
薄馅大。

于是，我问外婆：“外婆，为什
么 我 包 的 饺 子 ，不 如 您 的 好 看
呢？”外婆笑着说：“包饺子，馅儿
不能放得太多，不然饺子皮会被
撑破。特别是捏褶子的时候，一
定要注意，不能捏得太松，也不能
捏得太紧。”原来如此，怪不得我
的饺子软塌塌的，原来是没有把

握好分寸啊！
等水开之后，我便迫不及待

把我包的一盘饺子挨个放进锅
里。十余分钟后，掀开锅盖，一阵
香味扑面而来，一个个饺子从锅
底浮了上来，个个像被充了气一
样。我馋得口水直流，嚼一口，味
道棒极了！我开心地和家人一起
分享我的杰作，大家都竖起大拇
指给我点赞。

这个寒假，新冠肺炎虽阻挡
了我们外出的脚步，却让我收获
了意想不到的快乐。

指导老师：周海玲

在我的家乡，无论是谁，只
要一提到清明粿，记忆中就会升
起一缕沁人心脾的清香。

清明粿是徽州地区的一种
传统美食。清明前夕，人们特
意用艾草制作这道美食，以此
纪 念 祖 先 ，保 佑 子 孙 平 安 、健
康、幸福。

城里的艾草已无处可寻，为
了吃上清明粿，今年的清明节，
我们特意回到了乡下老家。一
到老家，我就拎着竹篮，急急奔

向河边。这里的流水清澈见底，
两岸柳色清新，油菜花香，一派

“ 千 里 莺 啼 绿 映 红 ”的 山 村 景
象。我们沿着河岸一路寻觅，向
前望去，那儿绿油油一片全是艾
草！我小心翼翼地掐下一枝托
在掌心，一股清新的艾香顿时扑
鼻而来，真好闻啊！我们走走停
停，边采边欣赏美丽的田野风
光，不到半天就采满了一大箩
筐。阳光下，小河两岸洋溢着我
们欢乐的笑声。

我们把艾叶带回家后，大家
便开始忙活起来。厨房里顿时
挤满了人，有扎着朝天辫的小妹
妹，有年过花甲的老姨婆，有摩
拳擦掌的姨夫，有耄耋之年的老
太太，还有一群热情帮忙的邻居
大妈。男人们揉面，女人们洗菜
切肉，小孩子也没有闲着，纷纷
围在灶边忙着烧柴禾。灶膛里
的火烧得旺旺的，映着孩子的眼
睛忽闪忽闪的。大家一边忙碌，
一边说说笑笑，比大年三十准备

年夜饭还要热闹呢。人多力量
大，不一会儿第一批清明粿新鲜
出炉。望着这碧绿透亮的清明
粿，我咽了咽口水，忍不住伸出
手拿起一个。好烫啊！“芃哥儿，
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哦！”姨婆
的话惹得乡亲们哈哈大笑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终于，
我尝了一口美味的清明粿。这
味道，怎一个香字了得啊？它既
有糯米的软糯甜香，又弥漫着碧
草的芬芳，还浸透着春笋的鲜
美。一个清明粿，就是一个明媚
清新的春天！

清明时节艾飘香，家家户户
做粿忙。我爱这充满春天气息
的清明粿，更爱这幸福美好的乡
村生活。

指导教师：李晓贇

安全，像一条纽带，涉及到
千家万户的幸福。

安全的背后便是生命，生
命是脆弱的，任何一点外界的
伤害都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噶
然而止。珍惜生命是每一个人
的天职,有了生命才谈的上如何
让它变得更为精彩。

我从来不敢承认自己一直
都很遵守交通规则，上学的时候
也曾为节省时间而闯过红灯。有
些人看到红灯视而不见，一味地
向前闯，他不知道这样会让正常
行驶的车辆猝不及防，来不及刹
车，一条无辜的生命由此就可能
在车轮下逝去。每一起交通事故

都在间接地拆散一个美好的家
庭，这不值得大家反省吗？所以
我们一定要加强交通防范意识，
多了解一些交通安全知识，那么
交通事故自然是可以避免的。

不少人认为，悲剧都是开车
不谨慎造成的，可这仅仅是司机
的问题吗？当然不是。如果每一

个行人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还
会有这么多意外发生吗？还会有
那么多家庭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
痛中吗？

看，在上放学的高峰期，马路
上经常看见学生们在相互奔跑、
追逐、打闹，这多么危险啊！也
许，一不小心，一个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离去了。不仅如此，没多
远就到的斑马线，有人对它却视
而不见，偏偏要拿自己的生命开
玩笑，多么愚昧、无知啊！

安全警钟长鸣，生命只有
一次，我们得好好珍惜！

指导教师：项淑姬

我出生前几个月，奶奶离开她生活了
半辈子的老家，来到屯溪。时光荏苒，她
已经帮爸妈照顾我十二年了。奶奶非常
疼我——美食留给我，事事依着我，逢人
就夸我。或许是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缘故，
她还有一些比较传统、不太科学的生活习
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给她当了
几回“小老师”。

奶奶闲不住，一天至少要出三趟门：
早上倒垃圾，上午去买菜，下午出去散
步。有一天，奶奶刚一到家，我立马提
醒她洗手。奶奶却摆摆手说：“不用了，
我 用 抹 布 擦 过 了 ，洗 手 浪 费 水 和 洗 手
液。”我连忙说：“不行啊！疫情当前，人
人都要讲卫生。看，我教您用七步洗手
法来洗手。”从此我就肩负起监督奶奶

洗手的“重任”。
学校复课前几天，奶奶让我帮她穿

针，说要做纱布口罩。看我纳闷，奶奶开
了口：“要开学了，一次性口罩省给你用，
我戴纱布口罩，洗干净了可以一直用。”我
笑得前俯后仰，“小老师”又开始上课啦！
我给奶奶讲解了口罩的分类、口罩的作
用，为什么要戴口罩，怎样正确佩戴口
罩。奶奶听了直点头，“哎呀！口罩可真
省不得！”

“五一”假期，奶奶特地从乡下买来五
只土鸡。她摸了摸我的脸，心疼道：“咱们
果果上学辛苦，一天两碗土鸡汤好好补
补。”爸爸质疑道：“天天喝鸡汤不好吧？”

“你懂什么？小时候咱家条件不好，你身
体底子就没打好。你看果果，我养得多

好！个头快要赶上你了！”我知道，这时候
要想解决分歧，只能摆出“小老师”的派头
来：“奶奶，您听我说——荤素搭配，营养
均衡；少油少盐，饮食清淡；煮熟才能吃，
野味不能吃；适当做运动，增强抵抗力。”
爸爸笑着朝我竖起大拇指：“隔代亲！道
理讲得清！”

“果果，你懂得可真多！”奶奶意味深
长地说。我挽着奶奶的手：“奶奶，我知道
您疼我、爱我，时代在变，您的思想也要
变。”“好！你还要多教教我，带着我一起
进步！”奶奶脸上笑开了花。

我这“小老师”以后得多给奶奶上上
课！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要用自己不懈的
奋斗，努力成为新时代奔涌不息的浪花！

指导老师：邵海燕

铃铛是我家狗的名字，它是一
只白色的萨摩耶，全身就像一个蓬
蓬松松的棉花糖。

放学回家，我还没走到楼梯口，
就听到那熟悉的叫声，不用猜都知
道是铃铛。我一进家门它就叫得更
欢了，扑来扑去，想让我抱它，结果
把隔壁的妹妹吵醒了，哇哇大哭起
来。这时它就迅速地跑到玩具箱
前，一口叼起一个小球，放在我面前
后，便乖乖坐在地上，摇着尾巴，原

来这是让我陪它玩呢！唉，真拿它
没办法。

来客人时，铃铛就是人们口中
所说的“人来疯”。当客人一进家
门，它就站立起来，抬起两只前爪趴
在客人腿上。有的客人怕狗，有的
不怕狗，怕狗的躲在家门口不敢进
来，不怕狗的就跟它玩起来。有时
候它累了，就趴在客人旁边，静静听
大家聊天，那样子真是乖巧。

对铃铛来说，吃和玩比起来还

是吃更重要。当它不愿意去宠物店
洗澡时，我就非常着急，却看见妈妈
镇定地走进卧室，然后拿出狗粮在
它面前晃了晃。铃铛一眼瞥见后，
急忙奔向狗粮，我趁它在思考该怎
么打开袋子时，迅速给它套上了狗
绳。过了一会儿铃铛抬起头向我求
助。看见我狡猾的眼神，似乎才意
识到自己上当了，可是想逃也逃不
掉了，只好乖乖地跟我们去宠物
店。看到它无可奈何的表情，我忍
不住笑啦！

可是，铃铛却在我上二年级时
病死啦！想到这，我的眼泪便像断
了线的珠子流下来，它在我心里成
了抹不掉的记忆。

指导老师：周海玲

我是一条路，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结
合部。我是一条很小很卑微的路，但是我
有一双雪亮的眼睛，一颗明净的心，安安
静静地看着、感受着这40年来的变化。

40 年前，我还算不上是一条路，只
能说是一条低矮、狭窄、蜿蜒、曲折的田
埂，那时的屯溪，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
更像个小村庄。我的周围生活着很多
农民，我见证了他们从播种到收获，见
证 了 他 们 面 朝 黄 土 背 朝 天 的 单 调 生
活。那时，10 岁的孩子也都在乡野间插
秧、割麦子。那时每天的生活，都是那
么乏味，似乎没有尽头。我感到非常孤
单，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我，也没有人看
到我的存在。

30年前，我还是一条小小的土路，坑
坑洼洼的。起风时，我就灰飞尘起，扰得
行人直揉眼睛；下雨时，我变得泥泞不堪，
让人无法行走；雨稍大点，甚至都会发生
坍塌；烈日炎炎，我被晒得满目疮痍，到处

都是裂缝。我经常被人欺负，人们对我总
是骂骂咧咧，说我这不好那不好，而我只
能默默地承受着。

20 年前，随着社会的发展，我终于穿
上了新衣，人们用土砖和碎石子把我修得
平平整整。可是好景不长，日晒雨淋，时
间一久，我的表面又高低不平、坑坑洼
洼。人们对我的态度则变得时好时坏，有
时夸夸我方便了生活，有时又抱怨我满身
的裂痕。那时的我，多么渴望拥有一件华
丽的衣裳啊！

10 年前，政府开始修水泥路了，这
可真是造福百姓的大好事啊！我终于
有了一身坚实、平整的铠甲，再也不怕
风吹日晒雨淋了。清晨，进城上班的人
们从我的身上轻轻走过，我为行色匆匆
的他们提供了便利。中午，从地里干完
农活的人们，迈着轻松的步伐踩在我身
上，他们欣喜地跟我分享着他们今年的
收成。晚上，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在我

身上蹦蹦跳跳地做着游戏，欢声笑语回
荡在整个村庄。

去年，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政府
更是把我作为民生工程，浇筑了柏油路。
很快我就披上了一件黑色的外衣，光滑、
平整、铮亮。别看我变得黑黑的，但我的
身体弹性好，车辆、行人走在我身上时别
提有多舒服了，下雨天车辆再也不怕打滑
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微笑，每天看着
人们高高兴兴地上班，平平安安地回家，
我的内心别提有多满足了！

如今，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啦！
我不再孤单，我的朋友越来越多，我的周
边已先后竖起了很多桥梁，我已迈入了立
体交通新时代。

瞧，现在的我，再也不是“窄小”的代
名词了，我是“宽阔”的代言人，这可真得
要感谢“民生工程”啊!焕然一新的我，变
得更加坚实有力！

指导教师：程家珍

孩子们的心中都有一个乐园，我
的乐园便是家中那个三十平米的大
阳台。每当想起它，快乐就像清澈的
泉水从心底汩汩而出。

我的乐园，一年四季，繁花似
锦。这些花儿依着时令，次第开放，
让我的乐园永远芬芳。瞧！它们有
的热情似火，一点也不拘束；有的含
苞欲放，害羞地从叶面后探出头来张
望；有的凌霜傲雪，在寒风中向着春
天招手……晨光熹微，我在那沾着露
珠的花苞和叶片旁驻足观望，空气中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晶莹剔透的露
珠，在微风中一颤一颤的，令我深深
陶醉。夕阳西下，我常坐在花丛中的

吊床里，欣赏着这美丽的风景。
闲暇时，爸爸最喜欢领着我们

姐妹俩，在阳台玩“盲人抓人”的游
戏。我总是和妹妹串通好，捉弄爸
爸，让他当“盲人”。爸爸蒙着眼，弯
着腰，张开双臂，胖胖的身体活像一
头笨重的“北极熊”。他慢慢向妹妹
走来，妹妹可真傻，站在一个死角
里，眼看已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
了。就在我幸灾乐祸时，妹妹却灵
巧地从爸爸张开的双腿之间溜走。
我刚长舒一口气，可是事情并没有
那么简单，只见爸爸突然一扭身子，
反手抓住了妹妹的衣服，妹妹这回
插翅难逃了。得手后的爸爸高兴得

手舞足蹈，妹妹和我也笑得前俯后
仰，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心里
满是温馨和浓浓的爱。

我的乐园也透着缕缕书香。周
末我和妹妹都会在那儿写作业，写累
了，我们就会起身看看花草，浇浇
水。阳光有时透过吊兰的缝隙，将斑
驳的影子投在书上，时间慢慢流淌，
我心满意足地在书海畅游，感受着岁
月静好。

一方小小的阳台，它没有植物园
的奇花异草，没有游乐场的惊险刺
激，也没有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籍，
却承载了我们太多的欢乐。

指导教师：李晓贇

我的乐园
□屯溪现代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孙严瑾

一条城郊道路的自述
□现代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王珺珺宜

铃 铛
□现代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孙严璐

我给奶奶当我给奶奶当““老师老师””
□长干小学小记者站 詹兆瑜

舌尖上的春天
□现代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郑令芃芃

为生命保驾护航
□现代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黄楚凝

小小面点师
□现代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张瑾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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